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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实践证明，社会调查报告对于建构科学化、专业化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具有重要意义，
从地方试点到基本法确立，社会调查报告的证据效力不仅体现于其具有完整的证据属性，而且已具备
良性的实践场域。而通过问卷调查、座谈访谈等实证分析可知，社会调查报告在司法实践运行中存在
调查主体不明，调查内容不一且质量不高，审查程序不规范等问题。要全面发挥社会调查报告的证据
效力，调查主体需分工负责、权责明晰，调查内容需全面、科学和专业，审查程序需类型确定、程序规
范，并将社会调查报告的运用范围由特别程序拓展至普通程序，使其成为整个刑事诉讼程序改革的切
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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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意识与样本分析
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以下简称“社会调查报告”）在司法实践中适用面越来越宽泛，所谓社
 重庆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未成年人刑事特别程序的理论、模式与完
善路径研究”（项目编号：１８ＣＦＸ０３９）；中国法学会２０１７年度部级法学研究课题“互联网法院建构逻辑的实证研究”
［项目编号：ＣＬＳ（２０１７）Ｙ２１］；重庆大学中央高校基本业务科研创新能力提升专项“互联网法院运行逻辑的理论基
础与完善路径研究”（项目编号：２０１８ＣＤＪＳＫ０８ＹＪ０７）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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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调查报告是指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具有专业知识的人，以涉罪未成年人为中心，对与犯罪行
为相关的情况进行全面调查，基于其专业知识和经验，运用科学的方法，对该未成年人进行全面、
综合、客观、公正的评估，并对犯罪成因、未成年人的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险性进行科学的、深层次
的、专业的分析评估，然后提出处理意见，做出专业的书面意见报告，为法官对涉罪未成年人定罪
量刑时考虑从轻、减轻处罚提供法律依据。〔１〕 它不仅是提请批准逮捕、审查起诉、法庭教育和观
护帮教的关键依据，而且是法庭审判定罪量刑的重要参考。近年来，我国实务界和学界关于社会
调查报告的法律定性也是争论不休，有学者认为社会调查报告具有证据属性，属于鉴定意见、证人
证言、品格证据、专家证据或量刑证据，〔２〕也有学者认为社会调查报告不具有证据属性，仅能在对
涉罪未成年人量刑和法庭教育时作为参考。〔３〕 针对“社会调查报告是否具有证据效力”这一争议
点，笔者结合问卷调查、深度访谈以及参考域外有益经验等做深入探讨。
其中，在调查问卷设计方面，笔者通过文献回顾、专家咨询、学者论证及座谈访谈等方式，对设
计的问卷效度和信度进行了检验，并验证问卷的可信度和有效度均较高。问卷分别针对公检法司
机关办案人员、律师群体及社会大众发放。共发放问卷 １８５０ 份，回收问卷 １３４８ 份，无效问卷
６２份，最后录入有效问卷１２８６份。从表１可知：在１２８６份问卷中，公检法司工作人员８５５份（包
括警察１６９份、检察官３１０份、法官 ３２６ 份、司法局工作人员 ５０ 份），律师群体 １２０ 份，社会大众
３１１份。其中，调查问卷受访者男女比例中，男性所占比例为５２．９５％，女性比例为４７．０５％，男女比
例基本保持均衡；从受访者年龄阶段看，２０—３０岁受访者人数最多，比例为４６．０６％；从受访者收入
情况看，每年收入５—１０万元的比例是最高的，占到了２９．６２％；从受访者文化程度而言，受访者大
多为本科学历，比例为７０．６９％。问卷发放地区包括北京、上海、浙江、云南、四川、重庆、吉林等省
市自治区。从调查问卷分布情况来看，东部地区调查问卷样本所占比例为４９．７７％，西部地区比例
为４６．４２％，其中，西部地区样本数以云南、四川为主，东部地区样本数以浙江、上海为主，问卷调查
样本数也包括偏远的少数民族聚集区。〔４〕 这样的样本采集，旨在样本具有真实性和可靠性，能真
实反映实践中社会调查报告的践行效果与问题。基于调查问卷统计数据分析，笔者进一步对社会
调查报告之证据效力的正当性基础、实践局限以及完善路径进行详细阐述，以期对完善社会调查
报告的证据效力及其拓宽适用有所裨益。
罗芳芳、常林：《〈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证据法分析》，载《法学杂志》２０１１年第５期，第１０６页。
社会调查报告具有证据属性的观点，具体参见何家弘、姚永吉：《两大法系证据制度比较论》，载《比较法
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４期，第５５～６８页；高维俭：《少年司法之社会人格调查报告制度论要》，载《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１０年
第３期，第１８～２９页；张静、景孝杰：《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定位与审查》，载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１ 年第
５期，第１０２～１０５页；前注〔１〕，罗芳芳、常林文，第１０６～１０８页；陈立毅：《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研
究》，载《中国刑事法杂志》２０１２年第６期，第７３～８２页；李国莉：《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证据法解析及量刑运
用》，载《学术交流》２０１３年第１０期，第６１～６５页；田宏杰、庄乾龙：《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报告之法律属性
新探》，载《法商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３期，第１１６～１２２ 页；王志坤：《未成年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研究》，载 《法学杂
志》２０１４年第１０期，第１００～１１０页，等等。
〔３〕 社会调查报告不具有证据属性的观点，具体参见徐建主编：《青少年法学新视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
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７５４页；郑圣果：《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只能作为办案参考》，载《检察日报》２０１１年６月１日，
第００３版；李兰英、程莹：《新刑诉法关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规定之评析》，载《青少年犯罪问题》２０１２年第
６期，第１０～１５页；马迪、张宏伟：《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社会调查材料的法律性质》，载《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学报》
２０１３年第３期，第８１～８６页，等等。
〔４〕 自正法：《互联网时代未成年人刑事特别程序的模式及其改革面向 》，载 《法制与社会发展 》２０１８ 年第
３期，第８２～８４页。
〔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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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正法：社会调查报告之证据效力
特征
性别
文化
程度

收入

类 别
男
女
研究生
本科
大专
高中
小学
２—５万
５—１０万
１０—１５万
１５万以上
无

表１ 调查问卷受访者基本情况的描述性统计
频 数
特征
类 别
％
６８１
５２．９５
２０岁以下
６０５
４７．０５
２０—３０岁
２８４
２２．１４ 年龄 ３０—４０岁
９０７
７０．６９
４０—５０岁
７６
５．９２
２０岁以下
警察
１４
１．０９
检察官
２
０．１６
法官
２７４
２１．４７
３７８
２９．６２ 职业 司法局人员
律师群体
３３５
２６．２５
学生群体
６９
５．４１
社会大众
２２０
１７．２４

频 数
９
５９１
５１４
１２９
９
１６９
３１０
３２６
５０
１２０
２４０
７１

％
０．７０
４６．０６
４０．０６
１０．０５
０．７０
１３．１４
２４．１１
２５．３５
３．８９
９．３３
１８．６６
５．５２

二 、社会调查报告证据效力的正当性基础
我国的社会调查制度与第一个未成年人法庭同步诞生，并成为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程序区别于
普通刑事审判程序的重要特性之一。早在１９８８年，上海长宁区人民法院的《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工
作细则》就指出，社会调查除查清事实、核对证据之外，最关键要查明犯罪成因、找寻回归社会的方
法。经过近３０年的发展，从地方试点到两高推广全国，再到《刑事诉讼法》予以专门的规定，这项
制度已在立法和司法实践层面均得到确认，社会调查报告的证据属性已具备最佳的法理依据，其
正当性基础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社会调查报告具有完整的证据属性
社会调查报告的证据属性包括相关性 （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ｙ）、可采信 （Ａｄｍｉ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和可信性
（Ｃｒｅｄｉｂｉｌｉｔｙ）。根据《刑事诉讼法》第４８条第１款的规定，证据是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证据属
性是证据的本质特征，证据属性从起初的“两性说”〔５〕（关联性和客观性）到“三性说”〔６〕（关联性、
客观性和法律性），再到“四性说”〔７〕（相关性、客观性、合法性、一贯性），最后到“新三性说”〔８〕（相
〔５〕 有关“两性说”论述，具体参见巫宇甦主编：《证据学》，群众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６６～７２页；陈一云主编：
《证据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０４～１０５页。
〔６〕 有关“三兴说”论述，具体参见刘金友主编：《证据法学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第 １１４～
１２６页；何家弘、张卫平主编：《简明证据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２９～３３页。
〔７〕 有关“四性说”论述，具体参见高家伟等：《证据法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８～２５页。
〔８〕 有关“新三性说”论述，笔者与张保生教授商榷，在张教授主编的《证据法学（第二版）》教材中，张教授采
用的“新四性说”即相关性、可采性、证明力和可信性，张教授认为：“证据的可采性，又称为证据能力，具有一定资格
的证据才可以被采纳，因此证据的相关性及可采性包括了证据的证明力属性，因此，采新三性说。”本文部分内容为
与张保生教授商榷，有些文献也由张教授提供，在此表示感谢。具体参见张保生主编：《证据法学（第二版）》，中国
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１７～３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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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性、可采信和可信性）。社会调查报告具有的证据三性可阐述为：首先，社会调查报告具有证据
的相关性。相关性是指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具有证明关系，有助于法官审查判断事实之存在可能
性的属性，〔９〕它是证据的根本属性。而判断一份社会调查报告是否具有相关性，需要三个连续性
推论：一是由证据性事实得出推断性事实；二是由此推出要素性事实；三是由此推出其法定要件事
实。〔１０〕 依据我国刑诉法规定，“有关罪行轻重量刑情节的事实”是审判过程中需要用证据加以证
明的法定要件事实，其中，量刑情节有法定和酌定情节两种，而社会调查报告的很多内容均与酌定
量刑情节密切相关，为法官全面了解涉罪未成年人、考量主观恶性、评估社会危险性，以及更全面
地挖掘犯罪诱因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从而为法官对涉罪未成年人进行定罪量刑时考虑从轻、减轻
或免除处罚提供了法律依据，〔１１〕很显然，社会调查报告具有相关性。
其次，社会调查报告具有证据的可采性（又称“证据能力”）。可采的证据是相关的并具有诸如
无不公正的偏见、不基于传闻、不属于特免权等品质，法院应当接受的证据。〔１２〕 可见，相关性是可
采性的必要条件，在上述的论述中，社会调查报告具有证据的相关性，然而具有相关性的证据并不
必然具有可采性。〔１３〕 就社会调查报告在定罪量刑程序中的可采性而言，一般情况下，定罪证据是
由公诉方提出的具有控诉意义的证据，社会调查报告所证明的是涉罪未成年人的主观个性，这种
主观个性主要通过涉罪未成年人的成长经历、品德习惯和悔罪表现等方面体现出来，涉罪未成年
人具有什么样的主观个性与定罪事实并无直接联系，可以说假如将社会调查报告用于定罪程序，
其证明力较弱。在量刑程序中，法官所关注的焦点是与涉罪未成年人的人身危险性及社会危害性
相关的事实，通过社会调查的方式能够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意见，一份具有强大的
说服力及较高的可信度的社会调查报告也就成为法官量刑时参考的重要依据。随着量刑改革的
不断深入，社会调查报告将会更加广泛地运用于未成年人之中，特别是在法庭质证环节，也将赋予
法定代理人及其辩护律师对报告中内容进行补充，并允许提出的证据加以佐证的权利。可以说社
会调查报告在量刑程序中具有证据可采性是没有疑问的。
再次，社会调查报告具有证据的可信性。社会调查报告的可信性，需要考量三个特性：诚实、
客观与观察灵敏度，通过交叉询问和对质检验社会调查报告的可信性。在英美法系国家的审判程
序中，法官主要负责证据相关性、可采性的审查以及可采性与证明力的平衡检验，发挥着“过滤器”
或“守门人”的作用，而陪审团则是事实和可信性的唯一裁判者，〔１４〕而在我国，一份合格的社会调
查报告是根据严格的法律程序制作的，由适格的制作主体、调查主体、科学的调查方法以及可以相
互印证的证明材料组成，严格的制作程序是保障社会调查报告可信性的重要前提，而制作方法的
专业性和科学性则进一步增强了社会调查报告的可信性，〔１５〕当然，社会调查报告的可信性并不能
证明其具有可采性或者具有较强的证明力。但是需要强调的是，社会调查报告具有可信性已经得
前注〔８〕，张保生书，第１８页。
［美］罗纳德·Ｊ．艾伦等：《证据法：文本、问题和案例》，张保生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第
１４７～１５９ 页。
〔１１〕 前注〔１〕，罗芳芳、常林文，第１０７页。
〔１２〕 ＳｅｅＡｄｍｉ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ｒｓｔａｔｅｏｆｂｅｉｎｇａｌｌｏｗｅｄｔｏｂｅｅｎｔｅｒｅｄｉｎｔｏ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ｉｎａｈｅａｒｉｎｇ，ｔｒｉａｌ，
ｏｒｏｔｈｅｒ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ｅｅ犅犾犪犮犽狊犔犪狑犇犻犮狋犻狅狀犪狉狔 （８ｔｈＥｄｉｔｉｏｎ，ＴｈｏｍｓｏｎＷｅｓｔ，２００４），ｐ．５０．
〔１３〕 张保生主编：《〈人民法院统一证据规定〉司法解释建议稿及论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版，第
１１～１２页。
〔１４〕 前注〔１０〕，罗纳德·Ｊ．艾伦等书，第１４７～１５９ 页。
〔１５〕 前注〔２〕，田宏杰、庄乾龙文，第１１６～１２２页。
〔９〕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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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联合国大会相关文件的确认，并体现在 １９８５ 年《北京规则》之中。〔１６〕 显然，合格的社会调查
报告是具有证据可信性的。
（二）社会调查报告具有品格证据属性
在英美法系国家，“品格”（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在证据法领域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其可以指代一
个人在其所生活的社区中的名声，即身份说；也可以是特定行为方式中的倾向性，即倾向说；还可
以是过去履历中的特定情事，即行为说。〔１７〕根据英美普通法与制定法的相关规定，关于涉罪未成
年人的品格证据，除了符合例外的情形，原则上不得用以证明其在特定场合的行为与其品格特征
具有一致性，〔１８〕之所以对品格证据进行排除，原因是存在三个弱点：第一，品格证据对于说明与品
格一致的行为而言，即使有证明价值，也不是很大；第二，用于证明品格的证据具有较低证明力且
会转移事实审理者对主要问题的注意力；第三，容易产生不公正的偏见。〔１９〕 从英美证据法视角而
言，以品格证明案件事实的做法原则上不容许，但是，原则充斥着如此多的例外，并且新的例外还
在不断地增加，以至于原则已经被例外淹没，〔２０〕特别是性品格证据的适用规则已几乎毫无界限，
实现了对不同类型性品格证据可采性的区分。〔２１〕
笔者认为，社会调查报告具有品格证据的属性，〔２２〕从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来看，该报告包含
着对涉罪未成年人的品格进行调查的内容。一份完整的社会调查报告将涉罪未成年人的以下情
况全部囊括在报告之中：〔２３〕（１）未成年人的基本情况、健康状况、心理状态、智力发育、性格特征、
道德品质、有无犯罪前科、是否经受过重大挫折等；（２）未成年人的家庭、教育背景；（３）在社区及
学校表现、邻里关系、师生关系以及社会交往情况等；（４）就业情况、与同事间相处的情况及工作综
合表现等；（５）犯罪后的自我悔罪态度，包括是否有自首、立功、坦白交代、积极赔偿被害人或退回
赃物，积极避免、减少犯罪所造成的损失，已经取得被害人的谅解等；（６）了解犯罪动机、犯罪意图
及犯罪成因；（７）就定罪量刑及帮教矫治措施提出建议等。从报告的内容考察，社会调查报告不仅
仅具有证明涉罪未成年人品格的内容，而且可以作为对其权益保护、处遇矫治及定罪量刑的重要
依据，同时为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的各阶段做出某项决定的依据，具体表现在未成年人刑事侦
诉审程序中。
首先，在侦查程序中，当公安机关、检察机关需要依照法定程序对未成年人做出逮捕或取保候
〔１６〕 １９８５年《北京规则》第１６条第１款规定：“所有案件除涉及轻微违法行为的案件外，在主管当局做出判决

前的最后处理之前，应对少年生活的背景和环境或犯罪的条件进行适当的调查，以便主管当局对案件做出明智的
判决。”由其可知，社会调查报告的可信性已得到联合国相关文件的确认。
〔１７〕 ＳｅｅＰｅｔｅｒＭｕｒｐｈｙ，犕狌狉狆犺狔狅狀犈狏犻犱犲狀犮犲 （７ｔｈｅｄｉｔｉｏｎ，ＢｌａｃｋｓｔｏｎｅＰｒｅｓｓＬｉｍｉｔｅｄ，２０００），ｐ．
１３１．
〔１８〕 宋洨沙：《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品格证据之比较研究》，载《政治与法律》２０１２年第５期，第１３６页。
〔１９〕 张保生主编：《证据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２９４页。
〔２０〕 易延友：《英美法上品格证据的运用规则及其基本原理》，载《清华法学》２００７年第２期，第８８页。
〔２１〕 王禄生：《美国性品格证据适用规则之借鉴》，载《法学》２０１４年第４期，第１２６～１３４页。
〔２２〕 关于社会调查报告具有证据属性的论述，具体参见郭欣阳：《未成年被告人品格证据可采性研究》，载
《青少年犯罪问题》２００７年第５期，第４７～５０页；吴燕、吴翎翎：《未成年人品格证据若干问题初探》，载《青少年犯
罪问题》２００８年第５期，第６７～６９页；顾静薇等：《品格证据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的运用及其制度完善》，载《政
治与法律》２０１０年第２期，第１５４～１６０页；张静、景孝杰：《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定位与审查》，载《华东政法大
学学报》２０１１年第５期，第１０２～１０５页；王志坤：《未成年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研究》，载《法学杂志》２０１４年第
１０期，第１００～１１０页；等等。
〔２３〕 田宏杰、温长军：《超越与突破：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机制研究———兼及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公诉体系
的构建》，载《法学杂志》２０１２年第１１期，第１２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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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的决定时，通过参考调查报告的内容，综合考量确认未成年人的一贯表现，这样可以帮助公安司
法机关办案人员适时地对未成年人适用相应的强制措施，进而推进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同时保
障未成年人尽可能适用非监禁性的处遇措施。其次，在审查起诉程序中，通过调查报告对未成年
人进行全面评估，最终决定做出适用哪一种起诉决定，并采取适宜的观护帮教措施。再次，在审判
程序中，无论是对未成年人做出暂缓判决的决定，还是对其进行判前考察、法庭教育和定罪量刑评
估，都需要以调查报告作为重要的裁判依据。最后，在执行程序中，对未成年人进行假释、判后回
访及社区矫正等，均需要以调查报告作为执行的依据。由其可推知，社会调查报告贯穿于未成年
人刑事诉讼程序的全过程，它既是一份关于未成年人品格的证据报告，具有品格证据的完整属性，
又是一份结合未成年人身心特点，为未成年人提供权益保护和处遇帮教的证据报告。
（三）社会调查报告具有良性的实践场域
正如前述，我国的社会调查制度经过近３０年的发展及完善，已经从地方零星的试点到全国推
广，再到中央立法确认，社会调查报告已具有良性的实践场域，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全
国各地法院普遍赋予了社会调查报告的证据资格，即无论是侦查程序、审查起诉程序，还是在审判
和执行程序中，社会调查报告都是一份不可或缺的证据报告。其次，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过
程中，社会调查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越来越受到实务部门的重视，全国各地区法院、检察院及公
安机关等均陆续颁布了许多关于完善和规范社会调查报告的意见或建议，例如，上海长宁区法院
颁布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特邀社会调查员工作规范（试行）》，黑龙江佳木斯中院制定了《佳木斯
市涉少案件社会调查员制度实施办法》，采取庭前调查、参与诉讼、跟踪帮教的“三段两议式”服务
等，这些地方试点都为今后社会调查制度的改革提供了有益经验。再次，社会调查报告的调查主
体完成了由警察、检察官、法官亲自进行调查到委托或指定具有相关经验、具备专业知识的调查人
员开展调查的转变。
在域外的实践场域中，社会调查报告的运用则更加广泛，社会调查制度肇始于《北京规则》第
１６ 条关于社会调查的规定，该规定设定了国际社会关于社会调查报告的五个最低标准要素，即社
会调查适用的案件范围、启动时间、主体、结果和目的等，对于世界各国社会调查制度的确立和发
展具有指导作用，是我国社会调查制度的理论研究与司法实践发展的基础，〔２４〕也是履行国际条约
规定的义务。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系统规定了社会调查制度，例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青少年
刑法》第４３条、《日本少年法》第１１条、《新加坡儿童和少年法》第５７条等。特别是美国，在办理未
成年人刑事案件时，社会调查是必经的程序，社会调查报告是由缓刑官负责执行的，并独立于检察
官和警察。未成年人缓刑官应当经过统一、专业的培训，并取得相关资格。最终负责执行并完成
社会调查报告的主体是受过特殊训练的中立的专家，其任务在于向法庭提出一个旨在平衡未成年
人最大利益与社会需求的独立的裁决建议。〔２５〕 随着美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改革的不断深入，社
会调查报告的适用拓展至更多的诉讼阶段。当然，并不是所有州都适用社会调查报告，适用范围
也不相同，有些州将社会调查报告适用于重罪，有些州则将其适用于可能判处一定刑罚的案件中，
例如，在科罗拉多州，除非出现检控官、未成年人主动提出放弃使用社会调查报告的要求，否则，社
会调查报告是审理任何案件都必须准备的一项书面材料。而在路易斯安那州、弗吉尼亚州及华盛
顿州等，是否在诉讼中使用社会调查报告则由法官自由裁量。可见，无论是域外场域，还是国内场
域，社会调查报告的运行都已具备良性的实践场域。
〔２４〕
〔２５〕

李国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研究》，吉林大学２０１５年博士学位论文，第１１～１６页。
杨飞雪：《未成年人司法制度探索研究》，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９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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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社会调查报告证据效力运行的实践局限
在理论层面上，虽然社会调查报告的证据效力已有正当性基础，但是在实务运作中却并不像
我们所期望的那么理想，仍存在许多问题。从法律文本层面上看，社会调查制度在《刑事诉讼法》
和公安部、最高检、最高院的办案规定和司法解释中都存在过于原则、规定不统一等问题；从制度
运行层面上看，由于刑诉法和三机关文件具体规定的模糊与混乱，导致实践操作各不相同，呈现的
问题也是形式各异。
（一）调查主体多元且权责模糊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２６８条的规定来看，虽然社会调查的职权主体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
和人民法院，但并未规定委托主体为哪些？报告制作者是谁？审查者是谁？除了公检法三机关以
外，当事人尤其是辩护律师能否申请或开展相应调查？对于这些问题，刑诉法都没有做出有效回
应。笔者对１２８６名受访者进行问卷调查，问题为“您认为，社会调查职权主体为谁”。从图 １ 可
见，认为“公安为主，检法及其他组织辅助”的受访者最多，占有效样本比例的４４．９％，１５．０％的受访
者认为“检察院为主，公安法院及其他组织辅助”，有８．０％的受访者认为“法院为主，公检及其他组
织辅助”，而仅有２５．８％的受访者认为“公检法同一重要主体”，这也表明公检法三机关同为社会调
查职权主体的做法并不被社会大众所接受。究其根源，一方面，这样会增加案件承办人员的工作
量，特别是在司法资源较为紧缺的地方，将会严重影响办案效率。另一方面，案件承办人对非本地
户籍的涉罪未成年人基本信息等较难掌握，这将影响社会调查的准确性。而且由法院主导社会调
查，则会损害司法的中立性和被动性，可能使其先入为主地进行裁判。〔２６〕 此外，刑诉法仅规定“可
以”进行调查，执行与否的弹性较大，尤其是在司法资源紧缺的地区，容易将“可以”消解为“偶尔”
甚至“从不”。尤其是异地作案、流窜作案的案件，社会调查成本较高，那么公检法进行社会调查的
驱动力就会明显下降，对于公安司法机关而言，“可以”调查，意味着多了一个办案选择，如果展开
调查对办案有益，则可以选择展开调查；而对涉罪未成年人而言，“可以”调查，其实是少了一项抗
辩事由，他们将因没有开展社会调查而失去提出异议的机会。〔２７〕

图１

谢安平、郭华主编：《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探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２２０～２２１页。
郜占川、刘洋：《从模糊文本走向生动实践———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的困境与化解》，载《西北师大学
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年第５期，第１３１页。
〔２６〕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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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公检法三机关有关调查报告规定的对比分析
条文
《最高院解释》
《最高检规定》
《公安部规定》
第４７６、４８４条
第４８６条
第３１１条
比较项
① 人民法院（职权）；
（职权）；
职权主体 ② 委托涉罪未成年人居住地的 ①② 人民检察院
① 公安机关（职权）；
委托主体为有关组织和
执行主体
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共青团 机构
② 委托主体无规定
组织以及其他社会团体组织
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
、犯罪原因和监护教 成长经历、犯罪原因和监护教
调查内容 往、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犯罪 成长经历
育等情况
育等情况
前后的表现、监护教育等情况
提请批准逮捕、移送审查起诉
报告功能 法庭教育和量刑的参考
办案和教育的参考
时，应综合考虑
人民检察院作为办案和教 ① 公安机关进行综合考虑；
，并听取控辩双 ① 育的参考
；
审查主体 法庭应当审查
② 提请批捕、移送审查起诉
方意见
时，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
② 移送人民法院审查

从表２可见，公检法三机关的规定和司法解释分别将自己规定为社会调查的职权主体。从执
行主体看，公检法三机关规定的执行主体依次呈扩大趋势，这也带来一系列问题，例如，公安机关
可否委托其他组织、机构开展调查？有无必要对调查的被委托主体做出统一规定？根据六部委
《关于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配套工作体系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办理未成
年人刑事案件的意见》）则规定社会调查由涉罪未成年人户籍所在地或者居住地的司法行政机关
社区矫正工作部门负责，并可联合相关部门开展社会调查，或委托共青团组织以及其他社会组织
协助调查。这也使实务中司法行政机关、共青团组织及其他社会团体组织共同构成了委托开展社
会调查主体的合法依据。从理论层面上看，这样的规定，公检法三机关可自主裁量决定是否启动
社会调查，根据社会调查报告的用途和刑事案件的过滤效应，〔２８〕结合《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
意见》关于公检法三机关在调查程序中配合职能，而且有其他司法行政机关、共青团组织及社会团
体组织的协助调查，应当说有利于推进社会调查工作的全程化、职业化、专业化发展，并有利于调
查涉罪未成年人基本信息，以及与后期的帮教考察等形成有效衔接。
然而，在司法实践中，社会调查的职权主体与执行主体均存在权责不明及法律地位不明等现
象，一方面，从理论上讲，本应是公安机关启动社会调查的次数最多，而实务中却是法院和检察院
启动的数量最多，公安机关则最少。有学者对 Ｇ 市 Ｐ区法院的调研也印证了这一现象：发现 Ｐ 区
法院未成年人审判庭２０１３年审理的１７１件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共有３６件有社会调查报告，其中
法院启动调查的２７件，检察院启动调查的６件，公安机关启动的仅有３件。〔２９〕 究其原因，公安机
关一向秉持“重追诉，而轻保护”理念，并且其本身繁重的案件负担，司法资源有限，社会调查又需
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如开展社会调查，则会导致侦查阶段的办案期限严重不足。另一方面，调查的
执行主体资质不佳且呈现凌乱化，法律地位不明晰的现象。当前常见社会调查执行主体主要包
括：公安司法行政机关、公益律师、社区矫正机构、共青团组织、社会志愿者、专业社工组织及未成
〔２８〕 刘方权：《刑事诉讼实证研究中的数据解读———与徐美君女士商榷 》，载 《中国刑事法杂志 》２０１１ 年第
，
期
６ 第５５页。
〔２９〕 蒋雪琴：《我国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实践考察》，载 《兰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４ 年第 ５ 期，第
１２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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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保护组织等，调查的执行主体远大于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的范围。社会调查的性质决定了执
行主体应当具有教育学、心理学、法学等综合知识，而实务中除了专业社工组织外，几乎不具备专
业知识。此外，对于社会调查被委托主体在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中处于什么样的诉讼角色，刑
诉法及司法解释并未规定，社会调查的执行主体究竟是证人，还是鉴定人，抑或其他诉讼参与人？
有人认为，社会调查员和证人一样都是就自身所感知的案件事实来为办案机关提供依据。也有人
可能认为，社会调查执行主体与鉴定人类似，都是在诉讼过程中就某一个专门性的问题提供意
见。〔３０〕 其实，这样的认识都有一定局限，社会调查的执行主体既不是证人，也不是鉴定人，那到底
处于什么样的诉讼地位？毋庸置疑，社会调查执行主体是未成年人刑事诉讼中独立的诉讼参与
人，是司法机关承办人员的辅佐者。
（二）调查内容不一且质量欠佳
社会调查报告是调查内容的综合记录形式，是全部调查活动和调查结论的载体，它反映涉罪
未成年人的基本情况、犯罪成因及帮教条件，并发现教育、感化、挽救涉罪未成年人的着手点，为法
院的定罪量刑提供重要依据。从表２可见，公安机关和检察院调查的内容仅包括成长经历、犯罪
原因和监护教育等情况，倾向于简单化，法院所列的调查内容则比公安机关和检察院详尽许多。
针对社会调查的内容，笔者对公检法司机关办案人员、律师群体和社会大众进行了问卷调查，从图
２的统计分析可见，受访者选择“犯罪事实”“成长经历”“家庭情况”“性格特征”“社会交往”和“有无
社会观护条件”的，占有效样本比例分别为９１．５％、８３．９％、８０．５％、７９．５％、７２．５％和５８．５％，还有的
选择“其他”，占到有效样本比例的１７．１％。由此可知，实务部门的认知与《最高院解释》的规定内
容高度一致，因此，调查报告内容应体现其全面性、客观性和专业性。

图２ 社会调查报告内容的认知

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各地的调查内容可谓是千篇一律，缺乏对调查内容的深入挖掘和剖析，
呈现出简单化、格式化的现象，导致调查内容质量普遍不高。首先，有些地方的调查报告内容的完
整度不高，往往格式化地记录涉罪未成年人的基本信息、家庭背景、教育经历、作案过程、事后悔罪
表现和对被害人赔偿情况等，而对涉罪未成年人具体犯罪成因、社会危害性程度等缺乏细致深入
的分析。这就使得调查偏离立法初衷，失去了独特的价值，因为这些格式化的信息，就算没有调查
员开展调查，案件承办人员也会全面记录。其次，报告主观性太强而专业性不足。调查本该通过
问卷调查、深度座谈、实地考察等方式开展，而实务中调查员为图简便，只搜集到有限的客观性材
〔３０〕

杨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社会调查制度的运用》，载《法学论坛》２００８年第１期，第２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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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仅凭主观臆断来完善信息，导致报告比较片面，无法保证其专业性和可信度。再次，从调查员
分析部门而言，其所提出的建议绝大多数比较宏大，缺乏实质性的参考意见。例如，大多为“可减
轻从轻或减轻处罚”这种并无任何实质性意义的建议。导致调查报告流于形式的原因是多种多样
的，最关键在于法律并未赋予调查员会见交流权、阅卷权，也未确保充足的调查时间等。〔３１〕
（三）报告证据属性认知凌乱且审查程序不规范
社会调查报告是否具有证据属性，以及属于哪一类法定证据，《刑事诉讼法》第２６８条并没有给出
回应，而且刑诉法第４８条也没有将社会调查报告作为法定证据种类之一。从表２可见，公安机关将
调查报告作为提请批准逮捕和移送审查起诉的依据，而最高检和最高院将报告作为“参考”，但两者用
语有所不同，检察机关是用作“办案参考”，法院则用作“量刑参考”。虽然笔者在前文中论述了社会调
查报告具有证据效力的法理正当性，但是在实务中各地法院操作却是做法不一，有的地方将报告作为
量刑证据，有的地方则仅作为“参考”依据。笔者对“社会调查报告是否具有证据属性”这一问题进行
了问卷调查，从表３可见，在１２８６名受访者中（有效问卷为１２４４份），认为“具有证据属性”的受访者
最多，占有效样本比例的４２．６％，３４．２％的受访者认为“不具有证据属性”，１８．９％的受访者认为“视制
作主体而定”，而有４．３％的受访者认为“不清楚”。从总体上而言，受访者认为“具有证据属性”与“不
具有证据属性”的比例相差无几。根据卡方分析，不同职业在“社会调查报告是否具有证据属性”这一
问题上具有显著差异，其中根据标准残差分析，公检法司机关办案人员中，有５２．８％的受访者认为具
有证据属性，而有２９．８％受访者认为不具有证据属性。在受访的律师群体和社会大众中，分别有
５２．５％和３９．１％的受访者认为不具有证据属性，这与公检法司机关办案人员的认知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也表明在实务中对于“调查报告是否具有证据属性”这一问题认知处于混沌状态。
表３ 关于社会调查报告是否具有证据属性认知的交叉分析
公检法司机关
选 项
律师群体
社会大众
办案人员
具有证据属性
５２．８％
２１．７％
２３．５％
看制作主体而定
１４．７％
２３．３％
２８．３％
不具有证据属性
２９．８％
５２．５％
３９．１％
不清楚
２．７％
２．５％
９．１％
合 计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合 计
４２．６％
１８．９％
３４．２％
４．３％
１００．０％

对于社会调查报告的审查程序问题，刑诉法及司法解释并未做出明确的规定，仅在公检法三
机关的规定和司法解释中作了粗略规范，对于公安机关做出的调查报告审查流程为：一是公安机
关办案时自己综合考量；二是移送检察机关审查，以此决定是否批准逮捕和提请公诉；对于检察机
关做出的调查报告或者经审核后采用的公安机关所制作的调查报告审查流程为：一是检察机关自
己审查，用于办案和教育的参考，二是提请公诉时移送法院后由法院审查；对于法院做出的调查报
告或者其采用的检察机关移送的调查报告，则由法院自行审查，用于法庭教育和量刑参考。在法
院的审查程序中，绝大多数调查报告在庭审中均经过了审查，但控辩双方仅对调查报告内容全面
或真实与否提出意见，而不是佐证，而且提出的意见也一般不被采纳。〔３２〕 可见，法律及司法解释
谢安平、郭华主编：《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探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２２９～２３０页。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课题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理中社会调查制度的实际运用与分析》，载《法律适
用》２０１４年第６期，第１１７～１２１页。
〔３１〕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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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调查报告审查程序规定过于简单、笼统，使实务中制度可操作性不强，导致审查程序流于形式。

四 、必由之路 ：完善调查报告证据效力的对策论
实践证明，社会调查报告对于科学化、专业化地规范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具有重要意义，作
为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的标志性产物，我们应该给予其完善的空间。从明确报告调查主体、调
查内容全面性与科学性、确立报告证据属性和规范审查程序等方面进行完善。在此基础上，使社
会调查报告同样适用于普通程序的改革成为可能。
（一）主体：分工负责与权责明晰
社会调查报告的主体分为两类，一类为职权主体，另一类为执行主体。一般而言，公检法三机关
作为职权主体，在时间、司法资源充裕的情况下，应当自行开展社会调查，而且社会调查开展得越早越
好，如果能将调查开展至侦查阶段，调查报告能在批捕程序和审查起诉环节就得到过滤，这样搜集的
报告，更有真实性和可靠性，也有利于证据的搜集和提取。如果在审查起诉阶段再进行调查，实质上
是将过滤职能转移至审判阶段，如果未开展社会调查就直接对涉罪未成年人适用逮捕、羁押措施，其
实是不利于涉罪未成年人的挽救和教育的。公检法三机关自行开展社会调查，能直接掌握第一手资
源、调查手段丰富、调查的公信力较强，涉罪未成年人及近亲属等都普遍较为配合，由其开展的调查具
有及时性和针对性等优势。当然，笔者不建议由法院直接开展社会调查，但可委托其他专业的社会组
织或共青团组织等进行调查，原因在于，如果法院进行调查，法官会先入为主地对案件进行裁判，损害
了法官的中立性和被动性原则。在我国台湾地区，法官之所以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享有社会调查权，
是因为法官对未成年人案件具有先议权，而且有独立处理未成年人案件的机构，即少年法院，〔３３〕并将
未成年人案件分为保护事件和刑事案件，一旦被定性为刑事案件，则由检察官负责侦查、起诉。
当公检法三机关因特殊情况无法开展社会调查时，可委托其他司法行政机关、共青团组织或
其他社会团体组织等开展社会调查，这些被委托主体应当具备以下条件：稳定性，拥有一支较为稳
定的调查团队；专业性，具有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等专业知识；中立性，调查员须秉持相对独立
客观的立场；敬业性，调查员热衷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对其工作认真负责。例如，司法行政部门
社区矫正机构、专门从事社会调查或协助矫正的民间组织或者共青团组织等，均是比较适格的执
行主体。执行主体作为公安司法机关的司法辅助人员，有别于翻译人员、鉴定人和证人的角色定
位，应当赋予社会调查员特殊诉讼参与人的法律地位，享有一定的诉讼权利，例如，在开展社会调
查过程中享有与涉罪未成年人会见、交流的权利，以及到办案机关查阅、摘抄、复制与涉罪未成年
人相关的案卷信息的权利等，同时履行以下职责：社会调查、制作调查报告、出庭宣读报告、接受法
庭质询、参加庭审教育、开展帮教工作和保守案件信息秘密等。
（二）内容：全面化、科学性与专业化
调查方式及报告内容是否全面、科学和专业，直接决定着调查报告的证据效力，因此，有必要
对调查方式及报告内容进行完善。首先，保障调查方式的多样化与科学性。传统的社会调查方式
存在单一化倾向，采用格式化表格、实地走访调查和会见涉罪未成年人及近亲属等方法，这些传统
的调查方式虽然能够调查到一些信息，但很有限。笔者认为，可以采取多元方法交叉应用的方式，
“以实地考察为主，间接调查为辅”的方法。调查员可以实地开展调查，与涉罪未成年人及近亲属
〔３３〕 自正法：《我国台湾地区少事法之演进脉络与改革趋势———基于实证和历史双维度考察》，载《江淮论坛》
２０１６年第６期，第１２８～１３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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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面对面进行会谈，若是涉罪未成年人地处偏远地段，可以采用书信、电话、邮件等方式进行，或者
委托当地的司法行政部门的社区矫正机构进行调查。当然，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如果仅限
于上述调查方式，可能无法了解到问题的本质，此时有必要对涉罪未成年人进行鉴定和人格测试。
其中，对于一些需要专业知识和技能才能解决的问题，可以采用鉴定的方式来完成。例如，在日
本、瑞士及我国台湾地区，采用伤情鉴定、心理鉴定、精神鉴定等方式，鉴定涉罪未成年人的生理和
心理问题。人格测评可以对涉罪未成年人的人身危险性和刑事责任能力进行评估，为法庭教育、
社区帮教打下坚实的基础。例如，美国心理学家梅加吉（Ｍｅｇａｒｇｅｅ）的明尼苏达多项人格量表，区
别出了十种人格类型；古德伯格 （Ｇｏｌｄｂｅｒｇ）的五因素人格结构，通过对犯罪人的神经质性、宜人
性、外倾性、认真性、创新性进行分析，以此来测评未成年人。〔３４〕
其次，调查内容不仅要具备全面性，而且要有专业性。调查报告不仅要包括未成年人的成长
经历、犯罪成因、观护帮教等内容，而且要包括科学、合理化的帮教建议，这些是调查报告全面性与
专业化的集中体现。需要在对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犯罪成因、再犯可能性、社区关系修复情
况、是否具备帮教条件等进行全面评估的基础上，提出科学的量刑建议、社区矫正或帮教建议。〔３５〕
再次，规范调查程序，从程序上保证调查工作的中立、客观、可信。具体的调查工作程序为：
（１）一个案件至少需有两名调查员，在调查时相互配合、分工负责、相互监督；（２）调查员需具有合
格的调查函，并征得涉罪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同意；（３）调查员前往羁押场所会见并与涉罪未
成年人交流，必须得到授权机关的同意，并且需要有法定代理人或合适成年人在场；（４）对调查内
容应当制作笔录，或者录音录像资料予以保存，作为调查报告的依据。〔３６〕
（三）审查：类型确定与程序规范
通过对调查员的选任、监督、诉讼地位以及调查报告取证、举证、质证、认证予以明确和规范，
确认社会调查报告的法定证据种类，规范报告的审查程序。关于社会调查报告属于哪一类法定证
据种类，从表４可见，总体而言，认为属于“涉案未成年人供述和辩解”的受访者最多，占有效样本
比例的４１．０％，其次为“书证”和“鉴定意见”，所占比例分别为２３．１％和２０．７％，而属于“其他证据
种类”的受访者仅为７．２％。不同职业对于调查报告属于哪一类证据种类的交叉分析中，根据卡方
检验及 Ｆｉｓｈｅｒ精确检验，不同职业在这一问题上具有显著差异，其中根据标准残差分析，公检法司
机关办案人员选择“涉案未成年人供述和辩解”的比例显著高于律师群体和社会大众，而律师群体
认为属于“书证”的比例显著高于其他职业人群。在公检法司机关办案人员和社会大众中，选择
“涉案未成年人供述和辩解”的受访者比例最高，占有效样本比例分别为４６．２％和２６．５％；在律师
群体中，选择“鉴定意见”的受访者比例最高，占有效样本比例的 ２５．０％。这也表明受访者对于调
查报告具有证据属性没有争议，但对于调查报告属于哪一种法定证据种类，则存在不同的认识。
笔者认为，调查报告到底属于涉案未成年人供述和辩解、鉴定意见、书证或是新型的法定证据种
类，应当根据调查报告内容、制作主体、证明对象、报告用途等综合权衡，并予以确定调查报告的证
据类型。
对于调查报告的审查，采用形式审查和实体审查：首先，在庭前会议环节，对调查报告是否形
式要件进行审查。主要审查报告调查主体是否适格，调查手段是否合法，调查内容是否符合规范
等。例如，以调查手段为例，调查员在开展社会调查时，不得对涉罪未成年人及近亲属等采用暴
〔３４〕
〔３５〕
〔３６〕

谢安平、郭华主编：《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探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２４４页。
周庆华、储昭节：《社会调查报告需追求实效》，载《检察日报》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７日，第００３版。
张立勇主编：《中国特色少年司法制度改革与完善研究》，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４２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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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类型
物 证
书 证
涉案未成年人供述和辩解
鉴定意见
勘验检查笔录
其他证据种类
合 计

自正法：社会调查报告之证据效力
表４ 关于社会调查报告证据种类认知的交叉分析
公检法司机关
律师群体
社会大众
合 计
办案人员

５．５％
２１．４％
４６．２％
２０．６％
０．６％
５．７％
１００．０％

—

４７．５％
１５．０％
２５．０％
５．０％
７．５％
１００．０％

９．７％
２２．１％
２６．５％
１９．５％
８．０％
１４．２％
１００．０％

５．９％
２３．１％
４１．０％
２０．７％
２．１％
７．２％
１００．０％

力、威胁、利诱等非法手段，否则应当以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其次，接受法庭的质询和审查。 调
查报告必须像普通证据一样接受质询和审查，刑诉法及司法解释规定了社会调查由公检法机关
启动，则公诉机关应当主动当庭宣读调查报告的内容，接受法庭质证与询问。 如果辩护人认为
调查报告的结论并不能给涉罪未成年人带来其预期的效益，则可以对此提出质询，必要时可申
请调查员出庭接受询问，如果经质询发现调查程序或调查报告存在重大瑕疵，辩护人可以向法
庭申请，或者由法庭主动要求进行补充调查。〔３７〕 再次，法庭对调查报告进行综合评判，确定是
否具有其证据“三性”，即相关性、可采性、可信性。 通过对调查报告 “三性”的审查，以确定其证
据资格和证据效力，并结合报告评估涉罪未成年人的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以便采取相应
的处遇措施。
（四）应用：由特别程序拓展至普通程序
社会调查报告适用范围由特别程序普及至普通刑事诉讼程序，需要 “三步走”策略。 第一
步：拓宽调查报告适用的范围，将其应用于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的全过程，即审查、审查起
诉、审判和执行阶段。在侦查程序中，调查报告是公安机关对涉罪未成年人提请逮捕、移送审查
起诉和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时羁押必要性审查的重要材料；在审查起诉程序中，调查报告是检
察院做出酌定不起诉、附条件不起诉和拟定观护计划的重要材料；在审判程序中，调查报告是法
院定罪量刑和法庭教育的重要参考材料，尤其是决定对涉罪未成年人判处管制、缓刑等非监禁
刑和免除刑罚的；在执行程序中，调查报告是法官回访、跟踪帮教和社区矫正的重要材料，尤其
是需要对涉罪未成年人开展个别化、有针对性帮教的，调查报告为了解涉罪未成年人提供了重
要的参考依据。
第二步：成为法院定罪量刑的证据材料。 有学者指出对定罪—量刑庭审程序的改革，是推
广调查报告的关键。基于定罪与量刑审理对象、证据规则、法庭辩论进行焦点以及律师辩护技
巧上的差异，有必要建立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３８〕 例如，隔离式的量刑程序改革，其有助于显
郜占川、刘洋：《从模糊文本走向生动实践———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的困境与化解 》，载 《西北师大
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年第６期，第１３６页。
〔３８〕 曹志勋：《推广社会调查报告的障碍及对策》，载《中国刑事法杂志》２０１２年第２期，第７６页。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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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提高量刑程序的透明度，增加法官获取、采纳量刑信息的数量与比率，〔３９〕只有这样，才能为调
查报告在普通刑事诉讼程序中的实质性参与提供必要的结构性因素和“法定空间”。 笔者认为，
随着社会调查制度及制作调查报告的日趋成熟化，调查报告不仅可以作为法院量刑程序的证据
材料，同时可以作为定罪的证据材料。当然，调查报告作为定罪证据，不仅需要具有证据的相关
性、可采性与可信性，而且需经法庭质证与认证，具体而言：首先，调查报告应当进行证据开示，
以保证控辩双方能够充分了解报告的内容，有充足的时间做辩护准备；其次，调查员须出庭接受
质询，保证控辩双方对调查报告有充分质证的权利；〔４０〕再次，法官在判决书中对调查报告以及
定罪量刑辩护意见的采纳与否，需要进行充分的释法说理，以保证调查报告对法庭定罪量刑产
生实质的、有效的影响。
第三步：调查报告的适用空间由特别程序拓展至普通程序，这是制度改革的远景。未成年人
刑事司法领域的社会调查制度为改革积累有益经验，由于我国社会调查制度适用条件本身以非罪
化、缓刑化、轻刑化为导向，因此，将社会调查普及于刑事诉讼程序，应当完善普通程序侦查阶段非
羁押性措施的适用率，提高审查起诉阶段酌定不起诉或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率，以及建构审判阶
段定罪量刑的精确化与科学化等，使其成为整个刑事诉讼程序改革的切入点。

五 、余论 ：发挥调查报告之证据效力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互联网渗透到人们生产生活的各个角落，根据２０１８年８月中国
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４２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表明：截止到２０１８年６月，
在８．０２亿中国网民规模中，年龄在１０—１９岁的人群比例占到了总人数的１８．２％。〔４１〕 可见，未成
年人网民的数量急剧增长，随之而来的便是网络化的未成年人犯罪，找寻互联网领域未成年人犯
罪的根源是矫治犯罪的必由之路，这就要求社会调查报告应发挥其功效：一方面在未成年人刑事
案件特别程序中，应当明确社会调查报告的职权主体和执行主体，采用多元化的调查方式，确认社
会调查员的会见权和阅卷权，实现调查内容的全面化、科学化与专业化，规范调查报告的审查程序
与披露机制，使社会调查报告贯穿于特别程序的始终，充分发挥其证据效力。另一方面将社会调
查报告推广适用于普通程序，完善非羁押性措施的适用率，提高酌定不起诉的适用空间，建构相对
独立的量刑程序，使社会调查报告在量刑信息充分、量刑结果科学和刑罚执行合理等方面得到充
分应用。当然，我国的社会调查制度尚处于初创阶段，支撑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特别程序的某些要
素尚不完备，社会调查制度之改革不能企求尽善尽美、一步到位，只能采取“渐进型”路径，首先应
当让社会调查报告在特别程序中充分发挥其证据效力，才有可能在普通程序改革中引入调查报
告，并使其成为整个刑事诉讼程序改革的突破口。
（责任编辑：林喜芬）
关于隔离式量刑程序改革的论述，具体参见陈卫东：《论隔离式量刑程序改革———基于芜湖模式的分
析》，载《法学家》２０１０年第２期，第１～８页；陈卫东、程雷：《隔离式量刑程序实验研究报告———以芜湖模式为样
本》，载《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２年第９期，第１２０～１４０页。
〔４０〕 李国莉：《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证据法解析及量刑运用》，载《学术交流》２０１３年第１期，第６５页。
〔４１〕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简称：ＣＮＮＩＣ）《第 ４２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ｈｔｔｐ：／／ｗｗｗ．
ｃａｃ．ｇｏｖ．ｃｎ／２０１８ ０８／２０／ｃ＿１１２３２９６８８２．ｈｔｍ，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８ ０８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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